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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伦敦 11 月 23 日
电 英格兰球迷23日迎来好
消息。根据英国政府当日公
布的计划，英格兰12月初解
除全面封锁改为区域分级防
疫管制后，一些地区的职业体
育赛事将可以迎接少量观众
入场。

为应对新冠疫情反弹，英
格兰自11月5日起进入第二
次全面封锁。英国首相约翰
逊23日宣布，全面封锁将如
期至12月2日结束，这之后英
格兰将恢复三级分区防疫管
制政策，其中属于一级和二级
管制的地区可小规模迎接观
众现场观看体育赛事。另外，
封锁期间宣告暂停的网球、足
球、高尔夫球等户外大众运动
届时也可恢复。

依照具体计划，一级管制

地区的户外体育场地可以允
许最多4000名观众入场，二
级管制地区的户外体育场可
以允许最多 2000 名观众入
场，一、二级地区的室内体育
馆可以允许最多1000名观众
入场，但上述情况都不允许入
场观众数超过赛场最大容量
的一半。至于被列入三级管
制的地区，无论室内还是室外
的体育赛事都还只能闭门进
行。

针对政府的这一宣布，英
超立刻发布声明表示欢迎，但
同时强调他们一直希望与政府
合作，让观众入场人数达到一
个更可观的水平，“否则还是有
许多球迷无法入场，而我们的
俱乐部也还要持续亏损”。

英国政府本周晚些时候
将公布各地区的分级。

英格兰球迷
有望12月重回现场

本报讯(通讯员 陈妍汐 YMG 全媒体
记者 刘晋 摄影报道)11月 22日，畅跑乡
马——烟台市第三届魅力乡村亲子马拉松
系列赛——“小雪跑小海”蓬莱阁·蓬莱水
城小海站亲子马拉松鸣枪开跑。由山东省
田径运动协会和烟台市体育总会主办，蓬
莱体育运动服务中心、蓬莱阁景区管理中
心、山东海乐福体育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承
办，中日韩体育文化（烟台）产业园、烟台市
海乐福全民健身运动中心、烟台开发区全
民健身运动协会、烟台市马拉松运动协会、
搜动烟台智慧体育平台协办。100多个家

庭参与了活动。
蓬莱区体育运动服务中心主任张绍贤

在开幕式上致辞。张绍贤表示，近年来，
蓬莱坚持打造特色品牌的发展理念，以举
办体育赛事为主线，全力打造“体育赛城”
城市品牌。近年来先后承办了WCBA女
子篮球联赛、全国公开水域游泳锦标赛、蓬
莱葡萄酒国际马拉松比赛、全国桥牌冠军
赛、中韩国际跆拳道精英赛等省级、国家级
赛事百余项，获得“全国体育先进县”“全国
田径之乡”等荣誉称号，已成为胶东重要的

“赛事之城”和运动休闲体验目的地。

“小雪跑小海”
亲子马拉松蓬莱鸣枪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杨春娜 摄
影报道)11月 21日，由福山区文化和旅游
局主办，王懿荣纪念馆、烟台市保利大剧院
管理有限公司福山剧院承办的福山剧院四
周年庆系列活动暨福山剧院第四届“烟台
小明星·保利大舞台”音乐艺术节海选活动
圆满落幕。炫丽的舞台，靓丽的服饰，欢快
的音乐，稚嫩的笑脸，170多个节目，千名
小选手在福山剧院的舞台上一展才艺。

当天的演出既有器乐表演，又有舞蹈、
声乐合唱和相声。台上小演员尽情表演，
场下鼓掌声不绝于耳。魏佳萱的朗诵《若
我归来》抑扬顿挫间体现时代抗疫主旋律，
获得了评委和现场观众的一致好评；老师
们为了本次活动专门创排的节目中国茶道
展示《诗韵茶饮》，让人耳目一新；英语演讲
《我爱我的家乡》将甲骨文化以国际化形式
展现在大家面前。

福山剧院第四届“烟台小明星·保利大
舞台”音乐艺术节海选活动面向烟台市青
少年进行公开招募，涉及器乐演奏、声乐、

舞蹈、朗诵等专业，无论何种艺术类别均可
报名参加。“烟台小明星·保利大舞台”秉承
着公益惠民理念，为烟台热爱艺术、向往艺
术发展的孩子提供一个公开展示平台，不
向参与者收取任何费用。自2017年创办
以来，四年来参赛选手累计达三千余人，得
到社会广泛认可，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信任
和支持，成为锻炼孩子，激励孩子成长的专
业舞台。2020 年，在福山区文化和旅游
局、王懿荣纪念馆的大力支持下，福山剧院
第四届“烟台小明星·保利大舞台”音乐艺
术节海选活动顺利开展起来。

据福山剧院工作人员介绍，10月26日
发布海选消息以来，福山剧院每天都会接
到若干会员和家长打来的报名电话。因新
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剧院在复工复产以来
始终执行实名制登记，要求每一位报名参
加活动的选手务必携带身份证、健康码到
场，配合测温登记方可进入剧场，场内严格
执行75%上座率要求，在场观众必须全程
佩戴口罩。

小小的舞台承载着孩子们大大的梦
想，每一次表演都是一次宝贵的经历。
2020年是保利院线入驻福山剧院的第四
年，也是“烟台小明星·保利大舞台”活动举
办的第四届，在福山区文化和旅游局的领
导下，在王懿荣纪念馆的大力支持下，福山
剧院将始终为拥有才艺和梦想的孩子们提

供一个展现自我的平台，每一次表演都是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每一次登台都是向艺
术梦想迈进的一步。希望活动的举办能够
使孩子们在学习艺术的道路上不断提升，
寻找自己的不足，坚定学习文化艺术的自
信，从福山剧院的舞台走向更大更宽广的
舞台。

千名青少年福山剧院展才艺
“烟台小明星”音乐艺术节海选结束

声 明

●潘政江，男，1943年5月出生，莱

州 市 居 民 ， 身 份 证 号 为

370625194305270039，因公七级伤残

军人，残疾证号为：鲁军F005413，其伤

残证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烟台阳铭运业有限公司因保管不

善，不慎将2018年01月22日签发的建

设 工 程 规 划 许 可 证（ 建 字 第

370611201810005 号）遗失。特此声

明。

●烟台市开发区初乃仁鲁烟开渔

60136渔业船舶国籍证书丢失，国籍证

书编号：（鲁）船登（籍）（2018）HY-

100327， 渔 船 编 码 ：

3706041995090004，声明作废。

●宋培强鲁长渔66166号船所有权

证书，编号（鲁长）船登（权）（2012）HY-

000350号丢失，声明作废。

公告栏
6631203 17854581238

■房产证、土地证、营运证、营业执照(个)800
元 ■公章、财务章、各类印章(个)，支票、发
票、收据(张)，税务登记证、资格证、代码证、渔
船用各类证件（个）及其它各类证件400元 ■身
份证、工作证、户口本、出生证明、下岗证(个)150
元 ■残疾证、学生证、失业证(个)20元

烟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烟自然资规告字〔2020〕第14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烟台市人民政府批
准，烟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在烟台市土地市场网（网址: http://www.ytlands.cn/）公开挂牌出让2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 单位：平方米、万元（人民币）

二、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自然人及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及国
家相关规定限制的除外），均可按《烟
台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
出让规则》的要求,办理CA数字证
书，申请参加竞买。本批次出让宗地
不接受联合竞买。

三、公告期、缴纳竞买保证金截
止期限、挂牌出让期

(一)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公告期为:2020年11月25日
9时至2020年12月15日9时。

(二)申请人可于2020年12月15
日9时至2020年12月23日10时前
登录烟台市土地市场网，提交竞买申
请并通过系统获取保证金缴纳账号，
通过网银或电汇缴纳保证金。竞买
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0年 12
月23日10时（以烟台市土地市场网
服务器时间为准）。申请人须以办理

CA数字证书的名称一次性足额交纳
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帐号由系统
自动生成）。逾期，烟台市土地市场
网将自动停止受理申请(因银行保证
金系统到账存在时间差，建议竞买申
请人保证金缴纳时间适当提前)。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期为：2020年12月15日9
时至2020年12月25日10时。

四、资格审查
依据《烟台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网上挂牌出让规则》，网上挂牌交
易期结束后，进入网上挂牌出让审查
期，审查期不超过3个工作日（详见
竞买须知）。

五、竞买资料的取得
申请人可于2020年11月25日

至2020年12月23日期间，登陆烟台
市土地市场网，在首页的“‘土地市
场’→‘土地出让’”栏中点击意向地
块，对意向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

求进行查询或下载（包括出让公告、
竞买须知、出让合同(模板)、相关图
件、相关附件等）。

六、其他事项
本次出让公告若内容发生变更

的，烟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按原
公告渠道发布补充公告，网上挂牌出
让活动自变更公告之日起，相应顺
延。

七、出让人及联系方式
出让人：烟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地址：烟台市莱山区新苑路7号
电话：0535-6713233
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

http://gtj.yantai.gov.cn
http://www.ytlands.cn

烟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1月25日

宗地序号

烟J
〔2020〕
1011号
竹 林 路 以
南、福临夼
安 置 房 以
西B宗地

烟J
〔2020〕
1012 号 三
八 水 库 周
边B宗地

宗地位置

竹 林 路 以
南、福临夼
安 置 房 以
西

位 于 芝 罘
区，港城西
大街以北、
胜 利 南 路
以东、荆山
路以南。

土地出让面积（约）

38650.1（包含
部分拟划拨使
用的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务用
地）

51670.5（包含
部分拟划拨使
用的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务用
地）

用地性质

住宅、公
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

住宅、商
服、公共
管理与公
共服务

容积率

≤1.33
且＞
1.28

≤2.65
且＞
2.6

规划建筑面积（约）
规划地上建筑面积≤51200 平方
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45150平
方米、12班幼儿园建筑面积≥5300
平方米（用地面积≥8000平方米）、
物业用房建筑面积≥400平方米、
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筑面积≥
250平方米、养老用房建筑面积≥
100平方米；规划地上建筑面积＞
49400 平方米。地下车库建筑面
积约20000平方米。
规划地上建筑面积≤136855 平方
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128125平
方米、商业建筑面积≤7440平方米、
物业用房建筑面积≥940平方米、养
老用房建筑面积≥350平方米；规划
地上建筑面积＞134400平方米。地
下车库建筑面积约50000平方米。

出让年限

住 宅 70
年、公共
管理与公
共 服 务
50年

住 宅 70
年、商服
40年、公
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
50年

出让起始价

54300

52200

竞买保证金

54300

2000万境
外美元或
13000万元
跨境人民币

11月24日，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WTT）理事会主席刘
国梁（右二）在抽签仪式及新闻发布会上。

当日，WTT中国澳门国际乒乓球赛举行抽签仪式及新闻发
布会，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WTT）理事会主席刘国梁、中国
选手马龙、丁宁等出席。 新华社

WTT澳门国际乒乓球赛
举行抽签仪式

亲子马拉松活动现场亲子马拉松活动现场。。

本报讯（通讯员 阎晨伟
YMG全媒体记者 刘晋 摄影
报道）历时两周的“大美芝罘·
健康芝罘·活力芝罘”2020年
芝罘区南部新城男子篮球联
赛于近日顺利结束。本次比
赛由芝罘区体育运动服务中
心、芝罘区体育总会主办，芝罘
区黄务街道体育总会、世回尧
街道体育总会、卧龙园区体育
总会、黄务刘家高铁球馆共同
承办。共有来自芝罘区黄务街
道、世回尧街道、卧龙园区的16
支代表队、232名队员参赛。

本次联赛采用小组赛+交
叉赛的比赛方式，共进行30
场比赛。在为期两周的比赛
中，各代表队严格遵守比赛规
则，以良好的精神风貌、精湛
的球艺、高昂的斗志，赛出了
风格，赛出了水平，为观众们
献上了一场场精彩的比赛。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联赛进
展顺利，取得了圆满成功。最
终，世回尧街道深海泉代表队
夺得冠军，黄务街道蕾娜范颐
养院队获得亚军，黄务街道篆
山超音速队获得季军。

芝罘区南部新城
篮球联赛落幕


